
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：严格控制风险 业绩回报稳定

推荐理由：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基金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，追求较高的当期收入和总回报。 该基金凭借其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，在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评选中被评为“2017年度开放式债券型金牛基金” 。

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（简称“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” ）是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，成立于 2012年9月11日。 根据2018年四季报数据显示，四季度末该基金A份额资产规模为1 .67亿元，基金份额为1 .30亿份。

历史业绩：长期业绩稳定。 天相数据统计，截至2019年2月 21日，最近一年，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4 .74%；最近两年，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14 .00%，位列同期382只可比基金第47位；最近三年，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13 .67%，位列同期254只可比基金第54位。 该基金以良好的长期业绩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的收益。

投资风格：严控风险，风格稳健。 该基金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、政策形势、利率走势、信用状况等的综合判断，并结合各大类资产的估值水平和风险收益特征，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决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，并随着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变化，适时进行动态调整，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，追求较高的当期收入和总回报。 天相数据统计，截至2019年2月 21日，该基金A份额自成立以来累计回报率高达51 .46%，为投资者赢得了较为优异的长期回报。

基金经理：经验丰富，业绩良好。 基金经理柳万军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金融学硕士。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科员、泰康资产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、交银施罗德基金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助理等。 柳万军于2013年6月加入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现任固定收益部副总裁、基金经理等职位。 天相数据统计，截至2019年2月 21日，在柳万军掌管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期间，该基金A份额的阶段收益为 49 .82%，较同期同类型基金平均收益高出28 .47%，表现稳定。

投资建议 ：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属于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品种，固定收益类资产（含可转债）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%。 其预期风险和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。 建议具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积极认购。 （天相投顾 贾志 吴祥）

银华中小盘精选

银华中小盘精选基金为偏股混合型基金，该基金把握资本市场脉搏，追求长期回报，力争创造超额收益。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60%-95%，其中投资于中小盘股票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80%。

投资要点 ：

基金管理能力突出，业绩稳定：银华中小盘自2012年成立以来（截至2019年3月 22日，下同）收益率达334 .41%，超越同期偏股混合基金平均回报241个百分点，年化收益率为24 .24%。 基金除了在 2018年的下跌市场中回撤略高于偏股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率，其他年份均在同类型基金中排名前 1/3。

行业配置灵活，充分参与市场机会 ：作为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，银华中小盘一直保持80%以上的较高仓位运作 ，充分参与市场机会。 基金行业配置灵活 ，善于根据行业景气度调整配置牟取超额收益。 2015年基金偏好电器设备、医药生物、电子行业；2016年降低电器设备的配置比例，增配农林牧渔行业；2017年、2018年主要投资于食品饮料等消费行业，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 股票投资上，基金偏爱景气行

业中未来业绩可持续且增速快于公司估值下降速度的股票，不做估值博弈的投机，重仓股集中度在20%-60%之间灵活变化。

基金经理管理经验丰富：基金经理李晓星具有5年 500强企业工作经历，7年证券从业经历，目前理 6只基金以及3只社保基本养老组合基金，合计管理规模近200亿，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。

华安媒体互联网

华安媒体互联网基金为偏股灵活配置基金，该基金投资理念为“从中观层面选择行业，选择盈利产生裂变的泛成长股” 。 该基金为媒体互联网主题型基金，股票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30%-95%。

投资要点 ：

今年以来业绩亮眼，回撤控制较好：银华中小盘自 2012年成立以来（截至 2019年3月23日，下同）收益率达41 .90%，跑赢同期同类平均41个百分点，年化收益率为9 .50%。 2018年在市场持续下跌的过程中回撤控制较好，2018年收益率为0 .81%，大幅跑赢沪深300指数（-25 .31%）。 2019年至今业绩业绩突出，今年以来收益率达 41 .90%，跑赢同期沪深300指数（27 .34%）和灵活配置型基金平均收益率（16 .14%）。

坚守小盘成长，投资风格稳定：基金经理胡宜斌追求纯粹的成长风格。 对成长的定义为从中观层面选择行业，偏好行业空间较大、暂时看不到天花板、商业模式发生裂变导致盈利持续向好的股票 。 从基金配置上来看，基金主要配置媒体互联网行业没有发生大的风格转移，同时在市场转向成长股风格时能够取得超额收益。

新秀基金经理，积极顺应市场变化：作为聚焦成长股的基金经理，胡宜斌恪守基金条款，风格基本没有发生转移。 2018年大盘下跌 ，基金经理展现出优异的选股能力，净值回撤很小。 2019年市场切换到成长风格，基金经理抓住市场机会，业绩位于市场前列。

富国天惠精选成长

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（简称“富国天惠精选成长” ）成立于 2005年11月16日。 基金以充分研究、控制风险为基础，坚持挖掘股票的未来价值，积极投资成长企业，追求超额收益。

投资要点 ：

善于捕捉上涨机会，长期穿越牛熊业绩佳 ：富国天惠精选成长自成立以来已取得 1028 .89%的累计收益率。 基金在成立以来的12个完整自然年度中，有 8个年度超越了基准回报，9个年度超越了同类平均 ，在穿越牛熊的业绩长跑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。 基金尤其擅长捕捉积累超额收益，在大部分上涨行情或结构性市场中均能把握住机会 。

淡化择时高仓位运作，精选个股能力突出 ：基金五年平均股票持仓为93 .80%，最低时期也达到91 .32%，显示出淡化择时高仓位运作的特征。 基金更为注重个股选择，因此从行业配置来看 ，基金较为分散，相对在食品饮料 、医药生物 、化工、传媒板块配置较高。 在具体选股方面，基金以业绩作为衡量股票投资的核心点：一是以业绩为主线 ，沿着行业龙头、绩优个股的阶段性行情布局；二是看好稳健成长

类股票，风格偏均衡中的成长；三是看重标的业绩与估值的匹配性，构建安全边际 。

老牌明星基金经理，风格稳定：基金经理朱少醒是富国基金副总经理，2006年进入富国基金，历任研究策划部分析师、产品开发主管和研究部总经理。 朱少醒多次获得业界重量级奖项，作为一位任职10年以上的基金经理，是业界少有的投资老将。

汇添富消费行业

汇添富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（简称“汇添富消费行业” ）成立于2013年5月 3日。 基金以消费行业上市公司股票为主要投资对象，投资于消费行业上市公司股票的资产占股票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%。

投资要点 ：

善于把握上涨机会，消费主题基金中的绩优者：汇添富消费行业自成立以来已取得268 .70%的累计收益率，超越同期同类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约 182个百分点，年化收益率为 24 .81%。 基金在 2015年和2017年收益率表现突出 ，均排名同类基金年度回报10%之内。 与同类消费主题基金相比，该基金的表现也是其中的绩优者。

淡化择时，深钻消费板块 ，对优势个股集中配置：资产配置上，基金最近五年平均股票持仓84 .84%，长期保持了对股市的充分参与。 基金经理偏好景气行业中具备竞争力的公司，期望通过长期持有获利。 选股时，基金看重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清晰简单的商业模式、突出的竞争优势和优良的公司管理层团队，以及是否具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特征。 基金持股集中度相对较高，近五年来十大重仓

股合计占比均值为57%，对于看好的优势股票集中配置。

基金经理思路缜密，长期研究消费行业：基金经理胡昕炜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科背景，讲究数据和逻辑的训练，对于投资中从数据后面推导产业发展方向提供良好的思维模式基础 。 研究员期间其一直深钻消费行业，覆盖包括食品饮料 、农业、轻工业等，也为管理消费主题基金提供了良好的经验积累。

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设立日期 基金经理 基金公司 最新规模 单位净值 今年以来业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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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适度积极 注重基金管理能力

□上海证券

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

基金在控制风险和保持资产

流动性的前提下，追求较高的

当期收入和总回报。该基金凭

借其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，在

第十五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

评选中被评为“

2017

年度开放

式债券型金牛基金”。

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型证券

投资基金（简称“华夏安康信用优选

债券” ）是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

下的一只债券型基金，成立于2012年

9月11日。 根据2018年四季报数据显

示，四季度末该基金A份额资产规模

为1.67亿元，基金份额为1.30亿份。

历史业绩：长期业绩稳定。 天相

数据统计， 截至2019年2月21日，最

近一年， 该基金A份额净值上涨

4.74%；最近两年，该基金A份额净值

上涨14.00%，位列同期382只可比基

金第47位；最近三年，该基金A份额

净值上涨13.67%，位列同期254只可

比基金第54位。该基金以良好的长期

业绩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健的收益。

投资风格：严控风险，风格稳健。

该基金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、政策

形势、利率走势、信用状况等的综合

判断，并结合各大类资产的估值水平

和风险收益特征，在基金合同规定的

范围内决定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，并

随着各类资产风险收益特征的相对

变化，适时进行动态调整，在控制风

险和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前提下，追求

较高的当期收入和总回报。 天相数据

统计，截至2019年2月21日，该基金A

份额自成立以来累计回报率高达

51.46%，为投资者赢得了较为优异的

长期回报。

基金经理：经验丰富，业绩良好。

基金经理柳万军， 中国人民银行研

究生部金融学硕士。 曾任中国人民

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科员、 泰康资

产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、 交银施罗

德基金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助理

等。 柳万军于2013年6月加入华夏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， 现任固定收益部

副总裁、基金经理等职位。 天相数据

统计，截至2019年2月21日，在柳万

军掌管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券期间，

该基金A份额的阶段收益为49.82%，

较同期同类型基金平均收益高出

28.47%，表现稳定。

投资建议：华夏安康信用优选债

券属于债券型基金中的二级债基品

种，固定收益类资产（含可转债）的

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%。 其

预期风险和收益低于股票型基金和

混合型基金。 建议具有一定风险承受

能力的投资者积极认购。

（天相投顾 贾志 吴祥）

银华中小盘精选基金为偏股混合型基

金，该基金把握资本市场脉搏，追求长期回

报，力争创造超额收益。股票资产占基金资

产的比例为

60%-95%

，其中投资于中小盘

股票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

80%

。

基金管理能力突出，业绩稳定：银华

中小盘自2012年成立以来（截至2019年3

月22日，下同）收益率达334.41%，超越同

期偏股混合基金平均回报241个百分点，

年化收益率为24.24%。基金除了在2018年

的下跌市场中回撤略高于偏股混合型基

金平均收益率，其他年份均在同类型基金

中排名前1/3。

行业配置灵活，充分参与市场机会：

作为一只偏股混合型基金， 银华中小盘

一直保持80%以上的较高仓位运作，充

分参与市场机会。 基金行业配置灵活，善

于根据行业景气度调整配置牟取超额收

益。 2015年基金偏好电器设备、 医药生

物、电子行业；2016年降低电器设备的配

置比例， 增配农林牧渔行业；2017年、

2018年主要投资于食品饮料等消费行

业，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 股票投资上，

基金偏爱景气行业中未来业绩可持续且

增速快于公司估值下降速度的股票，不

做估值博弈的投机， 重仓股集中度在

20%-60%之间灵活变化。

基金经理管理经验丰富：基金经理李

晓星具有5年500强企业工作经历，7年证

券从业经历，目前管理6只基金以及3只社

保基本养老组合基金， 合计管理规模近

200亿，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。

华安媒体互联网基金为偏股灵活配

置基金，该基金投资理念为“从中观层面

选择行业， 选择盈利产生裂变的泛成长

股”。 该基金为媒体互联网主题型基金，股

票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

30%-95%

。

今年以来业绩亮眼，回撤控制较好：

银华中小盘自2012年成立以来 （截至

2019 年 3 月 23 日 ， 下同） 收益率达

41 . 90% ， 跑赢同期同类平均41个百分

点，年化收益率为9. 50%。 2018年在市场

持续下跌的过程中回撤控制较好，2018

年收益率为0 . 81%，大幅跑赢沪深300指

数（-25. 31%）。 2019年至今业绩突出，

今年以来收益率达41 . 90%，跑赢同期沪

深300指数（27 . 34%）和灵活配置型基

金平均收益率（16. 14%）。

坚守小盘成长， 投资风格稳定：基

金经理胡宜斌追求纯粹的成长风格。 对

成长的定义为从中观层面选择行业，偏

好行业空间较大、 暂时看不到天花板、

商业模式发生裂变导致盈利持续向好

的股票。 从基金配置上来看，基金主要

配置媒体互联网行业没有发生大的风

格转移，同时在市场转向成长股风格时

能够取得超额收益。

新秀基金经理， 积极顺应市场变化：

作为聚焦成长股的基金经理，胡宜斌恪守

基金条款，风格基本没有发生转移。 2018

年大盘下跌，基金经理展现出优异的选股

能力，净值回撤很小。 2019年市场切换到

成长风格，基金经理抓住市场机会，业绩

位于市场前列。

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

金（简称“富国天惠精选成长”）成立于

2005

年

11

月

16

日。基金以充分研究、控制风险为

基础，坚持挖掘股票的未来价值，积极投资

成长企业，追求超额收益。

善于捕捉上涨机会，长期穿越牛熊业

绩佳：富国天惠精选成长自成立以来已取

得1028.89%的累计收益率。 基金在成立

以来的12个完整自然年度中， 有8个年度

超越了基准回报，9个年度超越了同类平

均，在穿越牛熊的业绩长跑中证明了自己

的实力。 基金尤其擅长捕捉积累超额收

益，在大部分上涨行情或结构性市场中均

能把握住机会。

淡化择时高仓位运作， 精选个股能力

突出： 基金五年平均股票持仓为93.80%，

最低时期也达到91.32%，显示出淡化择时

高仓位运作的特征。 基金更为注重个股选

择，因此从行业配置来看，基金较为分散，

相对在食品饮料、医药生物、化工、传媒板

块配置较高。在具体选股方面，基金以业绩

作为衡量股票投资的核心点： 一是以业绩

为主线，沿着行业龙头、绩优个股的阶段性

行情布局；二是看好稳健成长类股票，风格

偏均衡中的成长； 三是看重标的业绩与估

值的匹配性，构建安全边际。

老牌明星基金经理，风格稳定：基金经

理朱少醒是富国基金副总经理，2006年进

入富国基金，历任研究策划部分析师、产品

开发主管和研究部总经理。 朱少醒多次获

得业界重量级奖项， 作为一位任职10年以

上的基金经理，是业界少有的投资老将。

汇添富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

（简称“汇添富消费行业”）成立于

2013

年

5

月

3

日。基金以消费行业上市公司股票为主

要投资对象， 投资于消费行业上市公司股

票的资产占股票资产的比例不低于

80%

。

善于把握上涨机会，消费主题基金中

的绩优者：汇添富消费行业自成立以来已

取得268.70%的累计收益率， 超越同期同

类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约182个百分点，

年化收益率为24.81%。 基金在2015年和

2017年收益率表现突出，均排名同类基金

年度回报10%之内。 与同类消费主题基金

相比，该基金的表现也是其中的绩优者。

淡化择时，深钻消费板块，对优势个股

集中配置：资产配置上，基金最近五年平均

股票持仓84.84%， 长期保持了对股市的充

分参与。 基金经理偏好景气行业中具备竞

争力的公司，期望通过长期持有获利。选股

时， 基金看重上市公司是否具有清晰简单

的商业模式、 突出的竞争优势和优良的公

司管理层团队， 以及是否具有公开透明的

信息公开特征。基金持股集中度相对较高，

近五年来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均值为

57%，对于看好的优势股票集中配置。

基金经理思路缜密，长期研究消费行

业：基金经理胡昕炜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科

背景，讲究数据和逻辑的训练，对于投资

中从数据后面推导产业发展方向提供良

好的思维模式基础。任研究员期间其一直

深钻消费行业，覆盖包括食品饮料、农业、

轻工业等，也为管理消费主题基金提供了

良好的经验积累。

表格

短期市场波动性或加大，但长期来看，A股市场仍处在底部区域，建议保持适度

积极，重视风险管理，适当增加优质龙头公司配置。 后续密切关注经济数据，跟踪基

本面走向。 主题方面，成长股尤其是与科技进步、先进制造有关的标的有望产生较高

超额收益。 基于此，本期选出4只基金经理管理能力突出、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产品

进行分析，供投资者参考。


